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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中亚政策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高博杰
（西安培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5）

［摘要］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日本的中亚政策经历了起步、发展、深化三个阶段。由于中亚地区
一直处于日本对外政策的边缘、日本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受制于诸多客观因素、日本的中亚政策
缺乏战略规划而将解决具体问题作为政策的核心目标等原因，其中亚政策整体收效不大，目前不
会对华造成重大压力，但中国应通过深化与中亚国家的政治、经贸、安全、人文合作，削弱日本在中
亚对华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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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的中亚政策起步较晚，无论在政治

开采、提炼及核能技术合作。从地缘人文上看，

还是经济领域，日本目前与中亚国家的合作都落

日本与中亚分属不同区域，历史、文化、宗教信

后于其他大国，暂不足以对中亚地区的战略格局

仰、民族构成相差较大，日本与中亚的地缘人文

[1]

构成太大的影响。 日本的中亚政策目前虽不会对

联系匮乏。日本学者宇山智彦（Tomohiko Uyama）

华造成重大压力，但这也是一种挑战，因而需要

分析日本与中亚关系时曾指出，虽然很多日本人

认真探讨应对之策。

出于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开始认识到应该给予中
亚地区更多的关注，但是对于如何积极进入中亚

一、
中亚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

地区并没有共识；日本的中亚政策依赖机会和个
人影响，政府官员对中亚并没有清楚的概念，而

本 质 上 讲，中亚地区一直处于日本 对 外 政
策的边缘。

[2]（P.65）

因为从地缘政治上看，日本

与中亚相距甚远，相比俄罗斯和中国这些中亚的

过分依赖少数高层官员的决策。[3]（P.174-181）上述分
析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对中亚缺乏了解和不重
视，体现出中亚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边缘地位。

强大邻邦，日本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十分有

日本虽然对中亚地区的政策定位较低，但在

限。从地缘经济上看，日本在中亚的地缘经济实

该地区也积极谋求自身利益。总体看，日本在中

际利益有限，虽然日本希望借助中亚的能源资源

亚的利益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获取政治大国地位

促进日本的能源进口多元化，但中亚的油气资源

的战略资本；二是获取中亚能源资源，促进日本

输往日本在政治、经济、技术等重要方面困难重

能源来源的多元化；三是平衡中俄在中亚的强大

重，日本与中亚的能源合作目前主要限于铀矿的

地缘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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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的无偿贷款。1996年，日本向哈萨克斯坦提

二、日本中亚政策的发展演变

供了215.3亿日元贷款，用于修建大型桥梁工程。
[5]（P.66）

在人员培训和技术支持方面，日本与中亚国

中亚诸国独立后，日本的中亚政策经历了一

家建交后日本即开始接收中亚国家的研修人员。

个调整变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似

在1992年的东京会议上，日本承诺1993—1995年

乎没有意识到中亚地区的重要性。1997年，日本

从中亚五国接收300名研修生，并向中亚国家派遣

桥本龙太郎内阁提出“丝绸之路外交”理念，标

一批经济管理专家。

志着日本的中亚政策开始发生转变。2004年，日

（二）发展阶段（1997-2004年）

本前外相川口顺子（Yoriko Kawaguchi）分别访问

这一阶段日本中亚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提出

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

“欧亚外交”和“丝绸之路外交”政策，推进日

吉斯斯坦中亚4国，倡议成立“中亚+日本”对话

本与中亚关系的发展。中亚国家经过独立后5年的

机制，这标志着日本的中亚政策转向积极务实。

发展，除塔吉克斯坦陷于内战外，其他中亚4国整

总体看，日本的中亚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即

体局势趋于稳定，经济开始回升，大国在中亚的

1992-1997年的起步阶段；1997-2004年的发展阶

竞争也开始加强。在此背景下，日本前首相桥本

段；以及2004年至今的深化阶段。

龙太郎1997年7月针对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提出了

（一）起步阶段（1992-1997年）

“欧亚外交”政策。该政策有两大主要目标：一

这一阶段日本中亚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与中亚

是谋求在中亚和外高加索这个世界战略要地的地

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向中亚国家提供经济发展

缘政治地位，提高自己在大国政治角力竞争中的

援助，以此作为引诱俄罗斯解决“北方四岛”问

地位；二是抢先占据这个储量不亚于中东的能源

题的手段。苏联解体后，日本于1991年12月28日

宝库，通过加强政治影响和经济渗透来争取该地

正式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并于1992年1月分别与哈

区能源开发及贸易主导权。 [5]（P.66）桥本认为，日

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

本中亚政策的三个方向是“政治对话、经济与资

克斯坦建立外交关系，同年4月与土库曼斯坦建

源开发、和平构建”。

立外交关系。从1992年至1997年，日本以经济援

在“欧亚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日本完善

助、人员培训及技术支持为主要手段，积极向中

了对中亚和外高加索的政策，并于1999年提出了

亚地区渗透。在经济援助方面，日本在1992年东

“丝绸之路外交”政策。该政策主要有三个目

京会议和1993年西方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上，各

标：一是加强与该地区的高层交流，进行双边政

承诺提供1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其中一部

治对话，谋求建立信任关系；二是运用日本强大

[4]（P.256）

1993年，日本借吉尔

的经济实力，为该地区经济发展和能源开发提供合

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Akayev）访日，向吉提

作；三是积极参与该地区的不扩散核武器、民主化

供了价值66亿日元的“复兴计划”贷款。1994年4

和政治稳定等活动，扩大日本的影响力。 [6]（P.175）

月，日本借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日，

在“欧亚外交”与“丝绸之路外交”政策的指导

建立了日哈混合委员会，并向哈提供了2.2亿美元

下，日本加强了与中亚国家的政治互访，双边关

的援助和1.28亿美元的贷款。同年，日本国际发

系也大幅提升，日本对中亚的经济援助从1997年的

展基金会向哈提供了73亿日元用于修建哈铁路设

1.56亿美元上升至2003年的2.42亿美元。经过这一

施。1995年，日本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127亿日

时期的经营，日本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显著上升。

分提供给中亚五国。

元的“电信通讯网络扩展项目”贷款。同年，日

（三）深化阶段（2004年至今）

本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9000万美元的贷款和100万

这一阶段日本中亚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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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日本”对话机制，推进日本与中亚关系的

成“自由与繁荣”之弧，并倡导加强与北约和欧

深化。9·11事件的发生为日本向中亚地区渗透提

盟的合作，将此作为日美同盟、近邻外交之外日

供了新的机遇。日本一方面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

本的第三个外交基轴。 [2]（P.65）

重要盟友，需要在战略上配合美国，同时又要考
虑维护自身国家利益，这种双重思考使中亚在日
本外交中的地位急剧上升。

[5]（P.67）

三、日本中亚政策的成效

2004年8月，日

本前外相川口顺子对哈、吉、塔、乌中亚4国进行

观察日本中亚政策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日

访问，出席了在哈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首次“中

本没有整体性、全面性的中亚政策，其中亚政策

亚+日本”外长会议，并提出了“中亚+日本”对

最大的缺陷是缺乏连续性，其政策执行中关注的

话三原则，即尊重多样性、竞争和协调以及开放

重点局限于解决战术层面的具体问题，而非实现

的合作，其特别强调“地区内合作”的重要性，

战略层面的长远目标。

特别是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地区内合作”。“中

从获得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资本看，日本从

亚+日本”外长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日本与中亚的关

中亚获取的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资本十分有限。

系进入深化阶段。

日本通过对中亚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赢得了中亚

2006年6月，第二届“中亚+日本”外长会议

国家的好感，哈、吉、乌、塔均表示支持日本成

在日本首都东京举行。会上中亚4国与日本签署

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这种支持主要

了日本向其提供支援的“行动计划”，内容涉及

建立在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具有不稳定性。日本

经济与技术援助、能源开发、反恐及打击贩毒等

缺乏参与中亚地区竞争的俄、美、中三国在中亚

内容。中亚4国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的政治或军事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是通过向中

理事国。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Aso Taro）在会

亚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赢得中亚国家的好感所能实

前就日本的中亚政策发表演讲。麻生认为，日本

现的。日本很难改变其在中亚影响较小的局面，

关注中亚的原因在于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贡献意

难以成为对中亚有较强影响的力量。此外，中亚

识，中亚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战后日本的复兴

“颜色革命”后，中亚国家政权对西方民主化改

模式值得中亚国家效仿，以及在讨论中亚事务时

革高度警惕，日本为策应美国对中亚的介入提出

不能无视日本的存在。麻生提出了日本中亚政策

的“价值观导向外交”导致中亚国家在深化与日

的“三个指针”，即从“地域”到“广域”，推

关系时产生疑虑。

动开放的“地区合作”，基于共同拥有“普遍价

从获取中亚能源资源看，日本很难实现开发

值”的合作。2006年8月，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

中亚能源并将其运往日本的目标，日本当前与中

（Junichiro Koizumi）访问哈、乌两国。这是日本

亚能源合作相当有限，日本借助中亚能源实现能

首相首次访问中亚。小泉对中亚的访问使日本与

源进口多样化战略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日

中亚的关系达到高峰。小泉的访问也反映了日本

本在中亚有限开展了石油和核能领域的合作。在

希望与中亚国家扩展关系的心态。

石油领域，日本伊藤忠（Itochu）石油勘探公司

小 泉 访 问中亚后，日本前外相麻生 太 郎 于

和Inpex集团公司分别拥有里海南部三个油田10%

2006年11月30日做了题为《自由与繁荣之弧——

和3.92%的股份。伊藤忠（Itochu）石油勘探公司

开创日本外交新天地》的报告。麻生在该报告中

和Inpex集团公司还是巴杰输油管道财团的股东，

指出，要特别重视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和市

分别拥有该管道3.4%和2.5%的股份。日本国际合

场经济这些普遍价值，以“价值导向外交”把欧

作银行曾为巴杰管道的建设提供了5.8亿美元的贷

亚大陆外延的东北亚、中亚、高加索和中东欧联

款。在核能领域，2006年初日本三井集团和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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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签署

本中亚政策的实施对俄中在中亚地缘政治影响力

合同，成立合资公司“阿巴克”公司，两家日本

的平衡十分有限。俄中是中亚安全与发展的重要

公司分别占25%和10%的股份。根据合同，日哈

外部因素，中亚国家将俄中视为其对外政策的优

双方将共同开采“梅古杜克”铀矿。该项目一期

先方向。日本前外相川口顺子2004年8月访问中亚

投资预计1亿美元，2010年前每年可开采铀矿1000

并参加“中亚+日本”对话会议期间，日本读卖新

吨，这些铀矿将主要销往日本。2007年4月，日本

闻就直言不讳地发表评论称：日本加强与中亚各

经产大臣甘利明（Akira Amari）访哈，日哈签署

国的全方位外交就是要在毗邻中俄两国的地区培

了关于加强两国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战略伙伴关

养“亲日国家”，增加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

系的联合声明。双方企业签署了共同开发哈境内

权，其目的就是要牵制中俄。从具体实践上看，

Kharasan-1 和Kharasan-2铀矿、天然铀购销等协

中亚国家独立之初日本通过与中亚国家建交并向

议，并商定在核燃料、核电厂建设、铀再转化服

其提供经济援助，向俄战略后院——中亚渗透，

务方面开展合作。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资源竞

以谋求日俄关系取得突破，并引诱俄归还“北方

争正在从石油竞争转为铀竞争，日本的强项是节

四岛”，但最终日本计划落空。出于阻止中国获

能技术和原子能相关技术，日本将利用这些优势

取更多中亚能源，削弱中亚国家与中国能源合作

与中亚开展合作。 [7]（P.53）

的目的，日本在两次“中亚+日本”对话会议上倡

事实上，日本高估了中亚油气资源对日能源

导修建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南向管线，但该

进口多元化的实际效用，低估了中亚能源输往日

管线的修建因政治风险较高、技术难度较大而难

本的管线建设存在的政治风险和技术难度。修建

以实施。出于削弱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影响力的

从中亚到日本的能源管线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要

目的，日本与中亚国家建立了“中亚+日本”对话

面临很多困难，如与管线过境国的多边谈判，过

机制。但实际中，“中亚+日本”对话机制对中亚

境费分配，项目参加国内部的稳定等。两次“中

安全与发展的影响远弱于上海合作组织。无论日

亚+日本”对话会议讨论的中亚南向管道建设（即

本如何对中亚施加影响，日本平衡俄中在中亚的

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管道）由于阿富汗和平

地缘政治影响力十分有限。

与稳定遥遥无期而在未来一段时间似乎不可能实

客观看，苏联解体后，日本的中亚政策缺

现，土库曼斯坦-中国-日本输气管线，哈萨克斯

乏具体的外交目标、政治意愿和动力，整体收效

坦-中国-日本输油管线这些项目在经济、技术和

不大。日本当前在中亚的主要目标是巩固自己在

[3]（P.174-181）

中亚国家也出于

中亚能源领域的地位，尤其是在中亚的铀生产和

自己的目的夸大日本利用中亚地区能源资源的可

浓缩领域。至于未来日本的中亚政策如何发展，

能性，因为中亚国家一方面希望打破俄对中亚能

日本首先需要明确界定自己未来在中亚的角色，

源外运的垄断，他们迫切希望寻求替代性的能源

认真思考日本是否真需要深度介入中亚地区的事

外运通道，另一方面希望得到日本的大量援助和

务，因为中亚不是日本的传统利益范围区。解决

投资。 [8]（P.129-132） 虽然日本对中亚的能源资源表

了上述问题，日本与中亚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

现出很大的期望，但日本利用中亚能源资源的前

经贸合作的开展，才可能更加合理化。 [9]

政治方面困难重重。

景使自己感到失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亚国
家的油气资源对日本很难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中亚仍将只是日本能源供应的后备力量和“缓冲
区”。 [7]（P.55）
从平衡俄中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看，日

四、日本中亚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及应对策略
考察日本中亚政策的发展轨迹及其在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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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诉求，可以看出日本接近中亚的主要目的

（二）深化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

不是针对中国，遏制中国，而是服务于其自身的

中国目前在中亚的投资已超过俄罗斯，中国

利益需要。虽然日本的中亚政策目标不清，缺乏

在中亚形成较强的经济影响力。未来中国应深化

连续性，日本的中亚政策还是取得一定收获。但

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推动能源领域合作，加

总体看，日本中亚政策不会对华造成重大战略压

强通信、交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

力。在地区合作层面，“中亚+日本”对话机制

作，促进双方商品、技术、金融、劳动力的自由

对上合组织的负面影响很小；在能源开发方面，

流通，以此增进双方的政治互信。 [10]（P.74）

日本获取中亚油气资源的现实性很小，不足以对

（三）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

中国与中亚的油气合作构成竞争，但其与中亚的

中国应在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

核能合作值得我关注和警惕；在发展双边关系层

核心的新安全观基础上积极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安

面，中亚国家出于平衡外交战略考虑发展对日关

全合作，尤其是在打击三股势力，应对毒品、跨

系，这不影响中亚国家与中国双边关系的继续深

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方面加强合作。与时俱进，

化。然而，日本介入中亚对华也还是形成一定牵

适时考虑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功能的发展。
（四）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

制，我应给予关注。为此，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中国与中亚有着悠久的文明交往史，中国应

（一）增进与中亚国家的政治互信
继续坚持发展与中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重视发掘和利用该资源，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人文

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政治互动，深化上海合作组织

交流，如人文互访、人员培训、青年交流、互办

框架下的务实合作，以上合组织为平台加强中国

文化年等，推动双方在文化、教育、科技方面的

与中亚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增进与中亚国家的政

交流与合作，巩固彼此友谊，增进双方互信。

治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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